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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常州技
师学院团委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首
次尝试线上开展“我知共青团”教
育活动，共吸引了 2000 余名团员
青年积极参与，效果良好。

受疫情影响，省常技校团委积
极创新，通过线上教育的形式，为
同学们打开历史，感知现在，奔向
未来。本次活动为期 9 天，分为

“一图”知晓共青团历史，“一播”走
进团中央主题团课直播，“一码”挑

战有奖知识问答等几大版块，形式
新颖，内容丰富。

“我希望学校以后多举办这样的
活动，通过‘一图’‘一播’‘一码’的学
习，加深了我对共青团历史的了解，
更增强了我作为团员的自豪感。”有
热心团员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道。

据悉，本学期，省常技校团委
将持续用创新方式激励青年学习，
展现省常技团员青年的高素质风
貌。 （陈艳华 杨曌）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我知共青团”开启线上模式
本报讯 近日，从常州刘

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传来
喜讯，该校荣获“2019 年江
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
单位”称号；李明泽、王昊等
12 位同学获“2019 年江苏省
职业院校学生技能标兵”称
号；杨欢老师获“2019 年江
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
个人”称号；宗建成、吴蓬兴
等 12 位老师获“优秀指导教

师”称号。
据了解，在 2019 年江苏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学校
参赛选手共获 18 个一等奖，
25个二等奖，29个三等奖；在
国赛中荣获 5 个一等奖、2 个
二等奖。省赛、国赛总分位居
江苏省前列。同时，学校圆满
完成2019年江苏省机电一体
化、化工生产技术项目国赛集
训点工作。为保障各项集训

工作顺利进行，学校做好接
待、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各
方面工作，集训工作组织实施
得到一致好评。

近年来，学校始终坚持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
促改”理念，通过技能大赛，
带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努
力促进师生职业技能的增强
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杨燕 杨曌）

刘国钧高职校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分居我省前列

本报讯 近日，2020 年美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
成绩揭晓。常州工学院学生周婧、
黄啸、侯若禺组成的参赛团队获二
等奖。该团队曾获 2019 年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江苏赛区一等
奖。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美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总获奖比例
较以往减少一半，而本次比赛正值
特殊时期，队员们采用在线协作的
交流方式参加比赛，最终提交全英

文的问题解决方案，奖项的含金量
更高。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由
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主办，是
唯一的国际性数学建模竞赛，也是
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建
模竞赛。本次竞赛共吸引来自美
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与
地区的高校以及我国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
在内的20948支队伍参加。

（李森）

常州工学院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佳绩

本报讯 近日，常州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迎来首批大规模学生集
体返校。时隔4个月，1087名学子
从省内各地赶回，在久违的校园里
重聚。

当天，不少同学惊喜地发现，学
校梅花餐厅被手绘图画填满。放眼
望去，300多块餐桌隔离板，全部被
描上文字、画上图画、染上颜色，变
成充满正能量的“众志成城共防疫，
中国一定会胜利”，温情脉脉的“热
干面，加油”，诙谐幽默的“我妈不让
我和不戴口罩的人一起玩”⋯⋯一
块块隔离板，凝聚着振奋人心的战

“疫”精神，成为校园一景。而背后
的创作者，则是食堂里挥舞菜勺的

蒸饭师傅、打菜阿姨。
据餐厅负责人刘蕊介绍，这是

他 们 餐 厅 8 个 员 工 一 起 做 的 决
定。“当学校 4 月 12 日要求全体后
勤员工返校为学生做全、做足准备
时，我们就想到以这种方式为久未
返校的同学们加油打气。”于是，思
考标语，描字配图，每一块隔离板
都写满了食堂师傅和阿姨们寄托
的祝福。渐渐地，一些先期返校的
学生也加入进来，大家合力完成了
这份质朴却充满温情的礼物。

现场，这份惊喜催化着同学们
的思念情绪：“时隔四个月，我们终
于又回来了。”大一学生吴峥圻说。

（杨曌 任文珺 图文报道）

常州信息学院

彩绘隔离板“现身”食堂

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
2020 年“ 全 国 优 秀 共 青 团
员”名单，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常纺
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2017 级学生吴佳豪榜上有
名。这是共青团最高荣誉，
他也因此成为近年来科教城
高职院校唯一获此殊荣的大
学生。

2015 年 9 月，被常纺院
录取后，吴佳豪毅然投身到军
营中。入伍期间，他刻苦训
练，成为全连队综合素质过硬
的战士，连续两年被评为“优
秀义务兵”。退伍复学后，吴
佳豪立马向学院递交入党申
请，目前是一名预备党员。

在校期间，吴佳豪成绩优
异，荣获 2019 年度国家奖学
金、2019年度“中国电信奖学
金·飞 Young 奖”等，现正参
加接本课程，努力提升学历。

学习之余，他积极参加
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将理论
知识运用到实践中。2019
年 5 月，吴佳豪代表学校参
加“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荣获
一等奖；暑期组队参加全国
大学生机器人创业赛，获得
三等奖。“我希望自己在实践
中增长才干、练就本领，以真
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
造贡献国家。”吴佳豪说。

作 为 校 团 委 学 生 副 书
记、学生会主席，吴佳豪也履
职尽责，将学生会建设成服
务师生的优秀团体；疫情期

间，在家人的支持下，他申请
成为当地防疫志愿服务队的
一员，从 2 月 7 日至 3 月 14
日，圆满完成了 300 多个小
时的执勤任务。

除了榜样引领，带领学生
致力社会实践助其成才，亦是
常纺院共青团的一大亮点。

2019 年暑期，围绕当前
热点、重点环保问题，在学校
党委、团委指导下，学校创意
学院党总支组织委员李喜梅
指导学生成立“垃圾分类，引
领新时尚”绿精灵暑期社会
实践团。烈日酷暑，李喜梅
带领学生赴商业街区、居民
社区等场所开展活动，引导
市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活
动。

在南苑社区，志愿者普
及垃圾分类知识，社区孩子
学唱环保歌、玩垃圾分类游
戏、“变废为宝”做手工，在心
中种下了“爱护环境”的种
子；在环卫工人之家，他们给
环卫工人送上了夏日清凉，
并认真询问当前垃圾分类采
取的相关措施。“我们通过多
种形式，倡导市民自觉参与
到垃圾分类行动中来，共同
营造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
李喜梅说。她也因此被评为
2019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优秀个人。

据常纺院团委书记李凯
介绍，学校目前有8支常态化
重点志愿服务组织(队)。在过
去的几年里，组织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1052 次，13906 余人
参与，总服务时长达 124349
小时。2019 年，学校获省社
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江苏省
青年志愿服务行动组织奖、常
州市大学生社会公益实践活
动先进单位，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近年来，学校共
青团围绕强化思想政治引
领、提升团学组织建设、服务
学生充分发展等方面，发挥
组织力、引领力和服务力，持
续开展“信仰公开课”“青春
故事报告会”“青马工程”培
训班等活动，有效助力学生
成才。共青团先后斩获国
家、省、市级荣誉102项。

近日，从江苏团省委又
传来喜讯，常纺院团委被评
为江苏省“2019 年度全省共
青团工作先进单位”、江苏省

“2019 年度五四红旗团委”，
团委书记李凯荣获“全省共
青团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人
文学院秦缘同学荣获“江苏
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学校党委书记蒋心亚表
示，长期以来，学校党委坚持
党建带团建，服务青年、联系
青年、影响青年，聚拢青年

“人”、赢得青年“心”、汇聚青
年“力”，坚持发挥引领青年
身边的榜样优势，彰显了当
代常纺青年的文化自信和精
神风貌，不断拓宽青年学生
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的有效
载体。

杨曌 杨萍 文 图片由
校方提供

五四青年节，常纺院共青团收获硕果。多年来，他们承担这样的角色——

是青年的思想“引路人”，也是成才的“加油站”

常纺院青马工程培训班团辅培训


